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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平路至双塘路之间，约4.8公里

扬子江北路春节后拓宽改造
省运会省园博会举办前完工

本报讯 ( 记者 姜传刚 )记者昨从建设部门了
此次改造的扬子江北路，南起江平路，北至 综合管网以及其他相关配套等。工程完工后，路
解到，江平路至双塘路之间的扬子江北路拓宽改 双塘路，长度约4.8公里，道路标准为城市准快速 面宽度将从现在的50米，拓宽到67.5米，道路通
造已经启动绿化迁移，计划春节后开工，省运会、 路。工程实施内容包括道路、排水、桥涵等主体及 行将更加顺畅，景观更加美丽。
省园博会举办前完工。
附属设施，含交安设施、景观、绿化、照明、亮化、

2017电视好演员

2018年“1号文件”“2号文件”征求部分代表委员意见——
—

本报讯 （ 记者 车林 ）昨
张宝娟强调，文化是国
天，由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 家的软实力、民族的灵魂，也
扬州市人民政府主管，中国 是古城扬州的根。刚刚闭幕的
电视艺术家协会演员工作委 扬州市“两会”对进一步坚定
员会联合扬州广播电视传媒 文化自信，弘扬优秀传统文化
集团（总台）共同主办的2017 和地方特色文化，推动文化发
中国好演员推选表彰会暨 展转向高质量作出全面部署。
2018中国好演员论坛在扬州 目前，北京光线传媒有限公司
举行。市委副书记张宝娟出 投资百亿元的中国电影世界
席并致辞，市委常委、宣传部 项目已经落户扬州，相信依靠
长姜龙，副市长余■出席。 中国电视好演员评选活动的
张宝娟在致辞中表示， 支撑，扬州影视艺术事业和产
在中国文联、中国电视艺术 业一定会在高质量发展上取
家协会的关心和支持下，中 得新的更大成就。
国电视好演员推选表彰活动
张宝娟指出，扬州市委、
落户扬州，至今已是第四届， 市政府将一如既往地加强与
已成为业界充分认可的全国 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的合
性文化活动品牌，成为名城 作，支持更多影视文化项目
扬州的又一张城市名片。 花落扬州。

本报讯 （ 记者 何世春 ）昨天上午，市 2014年1月，市委、市政府首次出台全市服
委常委、常务副市长陈扬主持召开座谈 务企业发展“2号文件”，到今年已是第五
会，就即将出台的2018年“1号文件”“2号 年。座谈中，与会代表、委员分别结合各自
文件”征求部分市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 工作实践提出了许多中肯的意见和建议。
意见和建议。陈扬强调，“1号文件”和“2 陈扬表示，无论是为老百姓还是为
号文件”是市委、市政府推进民生工作和 企业服务，一定要从实际出发，说到做
服务企业的一个抓手，要一年接着一年 到，这是制定“1号文件”和“2号文件”的
干，久久为功抓落实。市政协副主席李忠 原则。对于参会代表委员的意见和建议，
盛参加座谈。
相关部门要认真消化、吸收、研究和采
2018年“1号文件”将是市委、市政府 纳；对于当前百姓或企业反映比较突出
连续制定和实施的第17个民生“1号文 的问题和呼声，要写进“1号文件”和“2号
件”；为优化发展环境、助力企业发展， 文件”。

在扬揭晓
张宝娟等出席活动

一年接着一年干
久久为功抓落实

中科院南京分院来扬考察

推动创新资源集聚扬州
本报讯 通讯员 柯季 记 扬州的产业，如新材料、互联
（

科研项目，构建几个实体化的
产业技术研究院，多争取有需
要的中科院实验室、国家级重
点实验室等到扬州来落地，扬
州也将给予支持。
杨桂山表示，他们将继
续推动中科院扬州中心市场
化、实体化运作，对现有资源
进行整合提升，并根据扬州
需求和产业发展，集聚更多
资源。
（

更多报道见A4版 ）

大学生足球篮球联赛落幕
本报讯 记者 傅春扬 陈 邮电大学通达学院、扬州市职
（

洁文 ） 昨天上午，2017年“中 业大学、江海职业技术学院、

国移动杯”首届扬州市大学生
足球联赛暨第二届扬州市大
学生篮球联赛圆满闭幕。副
市长余■出席活动。
首届扬州市大学生足球
联赛暨第二届扬州市大学生
篮球联赛由市体育局、市教育
局和团市委联合主办，扬州大
学、扬州大学广陵学院、南京

扬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江苏
旅游职业学院7所高校共同
参与。
经过两个月共57场次的
激烈角逐，南京邮电大学通达
学院包揽了足球、篮球本科组
的两个一等奖，扬州工业职业
技术学院包揽了足球、篮球专
科组的两个一等奖。

全国环卫作业服务监管体系
系列研讨会在扬举行

推进垃圾处理市场化

明后
天气

明天 多云，-1℃-11℃
后天 多云到晴，-1℃-15℃

加快推进“三路一环”城
市环境综合整治工作座
谈会。市长张爱军主持
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
抓住举办两个盛会的契
机，以“三路一环”城市
环境综合整治工作为引
领，全面提升扬州城市
形象。市领导杨正福、何
金发、王骏，市政府秘书
长尤在晶参加会议。
会上，江都区、邗江
区、广陵区、开发区、生
态科技新城、蜀冈-瘦西
湖风景名胜区、市城乡
建设局、市城管局、市园
林管理局、供电公司等
多个地区与部门就“三
路一环”环境综合整治
工作情况进行了汇报。
张爱军在认真听取
汇报后强调，相关地区
与部门要进一步厘清
“三路一环”城市环境综
合整治工作的意义、内
容、标准与要求。文昌
路、扬子江路、城市南部
快速通道这“三路”，以及环古城区的南通路、泰州
路、盐阜路、淮海路这“一环”，既是扬州展示城市
形象的主要道路，也是矛盾问题最为集中的地区。
开展环境综合整治，是扬州建设高品质城市的要
求。当前，要抓住举办省园博会、省运会两个盛会
的契机，以“三路一环”城市环境综合整治工作为
引领，全面提升扬州城市形象，回应人民群众对高
品质生活的要求。
针对当前推进工作中遇到的矛盾问题，张爱军
指出，要加强领导，进一步加强区级工作力量，比照
市委、市政府要求，成立指挥班子，相关部门要调度
干部，强化工作力量。抓紧设计方案审查，坚持高标
准、高品质，实现好效果。要强化属地管理，建立区
级、
“三路一环”指挥长、市领导组三级协调机制。
张爱军表示，要简化程序，设立制度。着力设
立通报机制、协调机制、考评机制、方案审查机制、
指挥部工作交办机制等，确保按照序时进度完成
“三路一环”城市环境综合整治工作。

省运会体操项目比赛场馆—
—— 广陵体操馆建设工程进展顺利 ， 目前土建施工和
本报讯 （记者 向家富 ）
钢结构施工已全部完成 ，进入内外装饰装修阶段 ，从空中鸟瞰,整个场馆初露真容 ，预 府主办、扬州市农业委员会承办、6个县市区人民
计今年5月底试运营 。
孟德龙 摄 政府协办的“美味扬州”名特优农产品（南京）展销

会和扬州市农业产业招商（南京）推介会同时在南
京举行。副市长丁一看望了名特优农产品参展企
业，并在农业招商推介活动上致辞。
昨日一大早，60多家扬州市农业龙头企业就
在江苏农展馆搭建起“年货大街”，现场展示销售产
本报讯 （ 记者 陶敏 ） 近日，国家文 自扬州的粮油、畜禽、水产、果蔬园艺、林茶、生物农
物局网站公布2016年度全国博物馆名 业等6大优势特色农产品。推介会上，市农委与南京
录，4826家博物馆被收入，扬州共有15 电视台签署了“牵手电视、走进南京”的合作意向。
家博物馆入选。
这15家博物馆分别为：扬州博物
馆、史可法纪念馆、扬州市蜀冈唐子城
风景区管理处（扬州唐城遗址博物馆、扬
州汉广陵王墓博物馆）、仪征市博物馆、
扬州八怪纪念馆、朱自清故居、扬州佛
本报讯（通讯员 扬价宣 记者 陈高君 ）记者昨
教文化博物馆、扬州市江都区博物馆、
宝应博物馆、周恩来少年读书处、高邮 从市物价部门获悉，明月湖路占道停车泊位收费标
市博物馆、高邮市邮驿博物馆、龙虬庄 准正式出台，实行计时收费，标准为：小型车白天首
遗址博物馆、扬州杭集牙刷博物馆、扬 小时5元、首小时后3元/ 小时，夜间免费；大型车白
天首小时6元、首小时后4元/小时，夜间免费。
派盆景博物馆。

全国科技管理系统表彰先进 最新全国博物馆名录公布

扬州科技局获全国表彰
扬州15家博物馆入选
本报讯 通讯员 柯季 记者 邱凌
（

）

日前，人社部、科技部联合开展的2017年
全国科技管理系统先进集体和先进工作
者评选表彰结果揭晓，扬州市科学技术
局获得全国科技管理系统先进集体荣
誉。
“全省共有4个集体获评为先进集体，
地级市科技部门有两家，分别为扬州市科
技局和苏州市科技局。”市科技局相关负责
人介绍，近年来，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科
技创新工作，将科技创新作为经济转型升
级和城市发展的主动力、主引擎，深入实施
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进产业和城市转
型升级，“宜创扬州”建设进入快车道。

明月湖路停车
白天首小时5元

企业培训须遵循法律边界
众打屁股等培训项目，打着“励志”
勇气”的旗号，实则是不顾员工的
尊严 ，只会招致员工的反感 ，也就
更谈不上应有的激励作用；而有的
奇葩培训，更有可能触犯法律。
企业奇葩培训的出现 ， 一方
面是因为企业管理者受到了某种
误导，比如一些所谓的管理大师提
出的相关建议；另一方面是因为企
业管理者对培训的态度不端正，甚
至于凭借自己的喜好进行培训。
让企业培训发挥应有的作
用 ，就须遵循法律边界 ，首要的一
条就是尊重员工的权益和尊严 。

“

本报讯 （通讯员 汪清 曹 全力推进环卫清扫保洁、垃圾
轩 记者 姜传刚 ）昨天，全国 收运处理全链条市场化综合

环卫作业服务监管体系系列 运作。目前，广陵区已率先将
研讨会在扬州举行。副市长 辖区内22座垃圾中转站和生
余■出席活动并致欢迎词。 活垃圾运输推向市场化，邗江
近年来，扬州市城管环卫 区也将在近期开展垃圾中转
部门创新城管环卫体制机制， 站和运输市场化试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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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味扬州”
农产品赴宁展销
昨天，由扬州市人民政

者 邱凌 ）昨天，中科院南京分 网、生态等方面，再拓展一些

院院长杨桂山一行来扬考察
调研，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
陈扬会见考察团一行，就院地
合作展开深入交流，期望推动
中科院更多创新资源集聚扬
州。
陈扬表示，扬州正在打造
实验室之城，这代表了未来扬
州发展的重要战略主题，希望
已经在扬落户的中科院的研
发平台、科研团队能做出样
子、做出成效、作出示范；结合

本报讯 （ 记者 刘冠
霖 ）昨天上午，我市召开

岁末年初 ， 大大小小企业的
培训活动不断 。 近日 ， 媒体陆续
曝光了一些企业培训中的荒唐
事 ，如互扇耳光等 。记者在采访中
发现 ， 有的企业在培训过程中喜
欢剑走偏锋 ，培训过程无奇不有 。
企业培训在企业管理和发展
中起着很重要的作用 ， 但诸如磕
头下跪 、 爬行谢恩 、 剃阴阳头 、 当

诚如专家所言 ，“无论是对工作的
分配还是对绩效的考核 、 职业的
培训 ， 在关系到员工的人格权利
或者人身权利的支配时 ， 必须不
能违反法律的相关规定 。 ”因此 ，
企业管理者要把培训好事做好 ，
还须多动脑筋 ，切不可任性为之 。
其次 ， 对企业培训市场也应
加强监管 。 据媒体报道 ， 市场上
培训机构良莠不齐 ， 企业培训师
的进入门槛不高 ， 有些培训机构
只有一套教材 、一名讲师 ，离规范
化的产业市场还有很大距离 。 同
时 ， 一些企业盲目听从培训机构

安排 ， 甚至只交费 ， 不问效果 ， 却
忽略了员工感受 。由此可见 ，企业
培训市场不去污 ， 奇葩培训就会
源源不断 。
再者 ，对于员工自身而言 ，也
应善于保护自己的权益。 面对培
训机构或者企业管理者逾越法律
边界之举，理应说不。要知道，即便
企业给了自己“饭碗”，但是自己的
尊严与合法权益 ， 也不容肆意践
踏。 一时的容忍，只会纵容权益的
一再被侵害。 从事合法的劳动，完
全没有必要低三下四，更无须以牺
牲人格尊严为代价 。 杨玉龙

